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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网络产品在烟草控制系统中的应用
甘丽琴
( 昆明船舶集团电子公司 技术部, 云南 昆明 650236)

摘要: 基于烟草行业对自动化集成系统信息化应用水平的需求, 现场总线的全数字化控制理念
渗透贯彻到控制系统, 由于缺乏统一的总线协议标准, 多种现场总线并存同一系统的情况在今后
较长的时间内不会改变. 本文以几个典型的成功实例阐述说明第三方网络产品在处理多种总线
融合技术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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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dem and o f tobacco in dustry for the inform at io na l app lication in au tom atic in tegration system, the fieldbus dig itized control has carrie d through th e contro l system. H owever, because o f lacking unified
fieldbus ag reem en,t the conditions that vario us fie ldbus ex ist in the sam e system w ill no t change for a lo ng tim e.
U sing several typical successful in stances, the sig nificance o f th e th ird party netw ork product in dealing w ith m u-l
t ip le bus fusio n techno lo gy is expounded.
K ey w ord s: dig itization; tobacco corprat io n; field bus techno logy

0引 言
近几年, 随着烟草行业的蓬勃发展, 企业信息化应用水平不断提高, 绝大多数烟厂实现了企业计划层
与车间执行层的双向信息流交互, 通过信息集成、
过程优化及资源优化, 实现物流、信息流、价值流的集成
和优化运行, 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企业敏捷性. 基于现场总线技术基础上的全数字现场控制系统替代数字与
模拟分散型控制系统已经成为工业化控制系统结构发展的必然趋势.

1 第三方网络产品概念
全数字化 意味着从厂级 ERP到底层生产形成的闭环信息流全局透明、全局共享.
包括每一个现场设备都具备智能和数据通讯能力, 从根本上杜绝企业信息管理系统出现 数据屏障
和 信息孤岛 .
目前, 随着现场总线技术的普及, 基于网络的控制思想逐渐深入人心. 各大公司都开发出了自己的现
场总线产品, 形成了自己的标准. 目前常见的标准有数十种, 它们各具特色, 在各自不同的领域都得到了很
好的应用. 但基于用户的不同使用目的, 在一个复杂的系统中, 可能要使用多种不同总线, 尤其是过程总线
仪表由于缺乏统一的总线协议标准, 开发应用相对滞后, 其中以过程现场总线 P rofibus PA ( P rocess F ie ld收稿日期: 2005- 08-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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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 和基金会现场总线 FF( Foundat io n F ieldbus) 最具代表性. 这些以微处理芯片为基础的各种智能仪表,
为现场信号的数字化以及实现复杂的应用功能提供了条件, 但不同厂商所提供的设备之间的通信标准不
统一, 严重束缚了工厂底层网络的发展, 阻碍了全数字化系统理念的推广实施, 如何解决总线共存问题的
各总线融合技术变得异常重要. 第三方网络产品应运而生.
何谓第三方网络产品概念? 简单而言就是第三方厂商开发的用于桥接不同网络, 不同总线通讯的产
品, 包括硬件或软件产品. 传统模式上由于不同的技术产品归属于不同厂商, 因此出现了控制器、现场总
线、
人机界面、
运动 / 传动系统等各自为阵的局面. 每一个厂家立足于自己的强项进行技术上的升华及突
破. 不容置疑每一项技术都很先进, 但当这些技术集成在一起时, 我们发现并不能取得 1+ 1= 2 的效果.
原因何在? 缺乏技术的通用性, 不同硬件、
软件产品之间缺乏沟通与协作, 产生了技术屏障. 不同技术的整
合对整个自动化系统的贡献极其重要, 各种总线转化器、
总线网桥、
网关作为第三方网络产品出现, 实现资
源共享, 消除了不同硬件、软件产品之间的相互沟通和协作的屏障, 为自动化系统带来了创造性的变革.

2 典型应用实例
我公司作为烟草行业中机电一体化专业厂家, 凭借多年开发设计能力和使用经验的优势, 紧扣企业信
息集成主题, 为红河、玉溪、
许昌等烟厂提供了多套以现场总线为基础的管控一体控制系统, 并取得了令人
瞩目的成绩. 对于第三方网络产品我们已在厦门烟厂制丝线、柳州烟厂制丝线、山东瑞博斯薄片线等烟草
行业项目中使用, 反响较好. 下面笔者就几个典型的第三方网络产品的使用情况进行介绍, 希望能为第三
方网络产品的开发和全数字化自控系统的构建提供一个思路.
在厦门烟厂 6 000 kg / h制丝线中, 整个主体网络拓扑采用了 AB公司的 NetL inx 集成架构. 主控 PLC 采用
Controlog ix 5550系列, 工业以太网采用 EtherN et / IP, 控制网采用 ControlN et总线, 设备网采用 DeviceNet总线, 现
场 I/O选用 1794 F lex I/O、Arm orBlock I/O等, 可以说是对 AB公司软硬件应用的一个汇总和典范, 与此同时整
个工艺线上存在着几个特殊的设备控制节点, 即 HAUN I公司设备控制和风送除尘系统采用了 SIEMENS公司 S7
- 300+ ProfiBus系列, 加香 /料和加水的电磁流量计、
质量流量计为实现模拟量数字传输, 杜绝模拟量信号在电
缆传输中的衰减及干扰, 采用了 E+ H 公司带 FF总线接口的仪表. 因此, 我们面临两大难题:
Contro lo g ix 5550与 S7- 300主 /主站数据通讯
FF- H 1过程仪表网与 Contro lN et网不同网络数据通讯
项目实施前, 我们经过多方咨询, 确定相关厂家均没有开发实现直接通讯的网卡, 于是便考虑采用总
线转化器、
总线网桥或网关等第三方网络产品.
实例 1. Contro log ix5550与 HAUN I公司 S7- 300主 /主站数据通讯方式:
硬件配置: SST - PFB - CLX SCANNER + DP /DP
耦合器
软件配置: SST PROF IBU S CONF IGURAT ION
实现方式: SST - PFB - CLX SCANNER 具备 Contro lN et和 P ro fib us两个接口. 由于系统要实现的是两个
主站通讯, 硬件上配置了 SIEMENSE 的 DP /DP 耦合器
作为对等主站的数据交换缓冲, 首先用 STEP 7对 S7 300及 P rofiB us进 行 SIM AT IC 系 统的 组态, 另 一方 面
SST PROF IBUS CONF IGURAT ION 软件对 SST - PFB CLX SCANNER 和 DP /DP 耦合器 组态, 定义数据 通讯
区, SST - PFB - CLX SCANNER 可安 插在 Contro lLogix
机架上作为通用模块, 组态和数据通讯与普通的 I /O 模
块没有区别, 通过背板与 PLC通讯, 如图 1所示.
实例 2. FF- H 1过程仪表网与 Contro lN et网不同网络数据通讯

昆明理工大学学报 ( 理工版 )

68

第 31卷

硬件配置: 1788- CN2FF L inks.
软件配置: N I- FBUS Conf igura tor.
实现方式: 1788 - CN2FF L inks是 FF - H 1网
的链接设备 L ink in g Dev ice ), 它集成 ControlN et和
FF- H 1 接口, 现场的过程仪表以菊花链的方式链
接至 FF - H 1接口, 如图 2所示. N I- FBU S Configura tor主要完成 H 1 网对仪表的组态, 按 Contro lN et
网络协议标准对通讯数据进行属性等处理, 然后用
N eW
t orx 对 ControlN et 全 线 组 态, 1788 - CN2FF
L inks作为 ControlN et链 路上的一个 节点, 与 CPU
通讯采 用 M essage 方式. 此 次 FF 基金 会 总 线与
Con tro lN et实现技术融合, 在国内属首次应用.
在山东瑞博斯薄片线项目中, 主干网采用 AB公司的 Con tro lN et和 D ev iceNe t网, 底层软起动器要求具
备与 DeviceNet通讯功能, 通过网络实现起 /停控制, 并监读工作电流、工作电压、
启动转矩等内部参数, 满
足用户可视化管理、
预警的要求. 但施耐德软起动器 AST 48系列只配备施耐德的 M odBus接口通讯卡, 还
没有开发上 Dev iceN et的接口卡.
实例 3. 施耐德软起动器 AST 48系列与 D ev iceNet数据通讯
硬件配置: LU9GC3集线器 + LUFP 网关.
软件配置: ABC - LUFP Conf ig T oo.l
实现方式: LU9GC3集线器作为 M odBus节点的物理接
入点, 可接 8个软起动器, LUFP 网关实现 M odBus与 Dev-i
ceNet的桥接通讯, 首先通过组态软件 ABC - LUFP Config
Too l对网关 LUFP 和软起动器进行组态, 定义相互的通讯数
据格式及分配区. 然后在 ControlLogix系统对 DeviceNet设备
网进行组态, LUFP 网关的数据区直接映射到 DNB模块上与
PLC进行通讯, 通讯机理如图 3所示.

3 结束语
这些成功应用实例为我们控制模式提供新的思路: 如今
自动化控制系统不仅只是以实现自动化控制为目的, 很大程
度上是以数据采集为基础, 自动化控制为手段, 以获取生产实
时数据, 实现信息共享、
提高产品质量、
维持生产安全平稳、
合
理利用能源、
提高整体效益为目标. 虽然随着总线和网络技术
的广泛应用, 用户和市场有标准化的需要, 但在短期内还无法
统一现场总线的标准, 多种现场总线并存的情况在今后较长的时间内不会改变, 灵活应用第三方网络产品, 可以
实现不同总线、
不同通讯网络之间的无缝通讯, 既能有效保护用户原有投资, 又能融合多种总线技术, 实现企业
生产自动化、
管理信息化的闭环信息流和控制. 这表明第三方网络产品开发具有较大的市场潜力和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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